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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积极推进党委制度化建设，
充分发挥学院党委对“三全育人”的
保障作用。把“三全育人”思想贯穿
到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大纲修
订、课程教案修订、课堂教学、教学
管理等具体教学与教辅工作各方面，
通过课程育人、科研育人等构建十大
育人体系，以提升育人效果为根本目
的，加强学院党委的统筹领导，调动
学院内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以服务学
生成长成才为工作中心，初步形成全
员、全过程、全方位的人人、时时、
处处育人的大思政体系，育人效果初

步显现。根据大学生发展成长阶段，
从新生引航、老生助航、毕业生护
航、校友返航，不同阶段进行不同的
思想教育，进一步构建学院思想政治
教育同向同行的课程生态共同体，加
强第二课堂实践育人功效和党团实践
育人的主体作用。

学院党委精准指导、有效督导，
推进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重点领域改
革不断深化。16 年来培养合格人才

万余人，就业率达97%以上，为区域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学院物联网工程、软件工程专业
获评北京市级一流本科专业；学院

“诗经”项目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
助，学院团队主导的手机动漫标准
（标准号T.621）、参与制定的“数字艺
术显示系统”（标准号H.629.1） 分别
成为本领域的国际标准，此外还有5
个标准获批立项，实现该领域单一标

准突破到标准群突破的飞跃，在“互
联网+文化”的国际技术水平上实现
了我国由跟跑、并跑向领跑的跨越，
赢得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国际话
语权和主导权。

学院党委通过“三融合四助力”
持续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实行思想政
治、师德师风问题一票否决制；实施
青年教师“孵化器”计划、骨干教师

“加速器”计划和学术带头人“领军”
计划。学院教师立足岗位，潜心教学
科研实践，近两年两名教师党员获得
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奖。

铸造“四器”屏障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
——北京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基层党建工作纪略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
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的基础。北京
邮电大学世纪学院党委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在“十四五”开新篇之际、独立学院转设
之时，做好“推进器”“标准器”“黏合器”

“稳定器”，以党建“加法”实现学院发展“乘
法”，助力学院披荆斩棘、扬帆起航开新局！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学院
党委保障教学工作顺利开展的同时，
严格落实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各项措
施，正确研判确保学院各项防疫政策
的前瞻性和有效性，灵活调整工作的

方式方法，保障了规范性和人文关怀
有机结合，领导干部坚守校园、职能
部门摸底排查、基层支部宣传引导、
师生党员服务一线，学院党委用实际
行动为全体师生筑起一道坚固的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红色防线”，做到无一
例确诊及疑似病例发生，即使在相对
封闭的管理状态下，也得到了广大师
生的理解和支持。

2021年，为确保疫苗接种工作顺

利开展，学院党委采取“一领、二
全、三传导”有效举措加强政治执行
力，“一领”即党委书记第一时间挂帅
任疫苗接种专班组长，领导班子成员
全部接种，“一对一”做好分管部门接
种工作；“二全”指各支部全面、全方
位动员，提前做好人员甄别统计工
作；“三传导”即“工作专班—各党支
部—师生个人”层层组织，做好宣传
动员、党员带头接种、鼓励应接尽

接，以实现群体免疫为目标导向。截
至目前，全院师生疫苗接种率达99%
以上，在第二次全北京市93所高校接
种率统计中位列之首。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在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世纪学院党委
将立足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自学+领
学”“重点+全面”“线下+线上”“学党
史+办实事”，入脑走心、积极谋划，
发挥好党建引领作用，推动学院内涵
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季书一）

学院党委积极建机制、搭平台，
各支部百花齐放，充分发挥基层党支
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善用“大课堂”开
展“大思政”，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
政协同育人，以“德育课堂三分钟”的
形式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堂，结合志
愿服务，将“家国情怀、价值引领、专
业教育”有机融合，实现显性教育与隐
性教育相统一；以“互联网+党建”模
式打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

“理论红、生命绿、专业蓝”，通过“线
上+线下”学习服务平台，建立O2O党
支部；践行“我为师生办实事”理念，
多措并举开展“温暖工程”，通过“红烛
行动”助力乡镇中小学教育，结对山区
乡镇深入开展“互联网+农业”农户扶
贫工作，“三导一助”关心有心理问题和
学习困难的学生，实现“一师一生结对

子、一生一策助发展”的目标。
在重大活动期间，学院党委均成立临

时党支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2019年，
学院承接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的部分志愿
服务工作，57名师生党员和200余名入党
积极分子团结带领11159人次的志愿者，
为世园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服务保障，院党
委将其作为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和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
阵地，成立世园会临时党团支部，在实践
中培养和锻炼学生骨干，用饱满的工作状
态维护好国家、首都和青年形象，“零脱岗、
零失误、零投诉”的志愿服务工作得到上级
领导和各地游客高度赞扬。每年新生军训，
学院党委均会成立军训临时党支部，上好
军训“第一课”入党启蒙教育，新生递交
入党申请书人数年年攀高。临时党支部
配合现有党支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
用，确保重大活动工作有序开展。

保障育人体系、引领教研创新，做教育教学“推进器”

“支部建在连上”、党员“战斗”一线，做组织协调“黏合器”

拉实防疫“红线”、筑牢免疫屏障，做校园防控“稳定器”

学院党委高度重视党员梯队建
设，实行“苗圃工程”，不断加强对

“金字塔”不同阶段后备队伍的学习教
育和管理。按照入党申请人、入党积
极分子、重点发展对象、学生党员4
个阶段分别做好档案管理，保持大学
生党员档案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推动

党支部工作规范化。
学院探索党建带团建新模式，逐

步推进院系两级党校制度，形成分级
联动机制，扩大学生培训面，严格
按照党员标准，强化“选育”环

节，提高入党积极分子质量。院级
党校由一年一次增开为一年两次，
通过网络课程、外请专家校内讲
座、支部特色活动、结业考试等环
节抓实培训成效，学院“雨燕团

校”一年一次，培养团干思想政治
意识和提升综合工作能力水平。系
级党校各具特色，如建立“红色银
行”学生党员积分考核制度，学生
负责出卷、监考、阅卷的“红色讲
堂”模式等，建立健全多渠道、分
层次的党员教育培训体系。

严把入党关口、强化党员教育，做基层党建“标准器”

红色基因代代传 培养新时代好少年培养新时代好少年
——“胶东抗战第一小学”平度市大泽山小学的校史故事小学的校史故事

挖掘百年校史，
传承红色基因

学 校 始 建 于 清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1903 年）， 前 身 是 盘 石 观 学 堂 。
1919 年成为国民县立小学，1930 年
被确定为国民县立第六高级小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9 年该校成为
中共胶东抗日民主政权在敌后兴办
的“胶东抗战第一小学”。因为共产
党的到来，该校在抗日战争的烽火
硝烟中重生，奠定了今日大泽山小
学的红色历史开端。

星火燎原办教育，
前仆后继为人民

抗战时期，学校教师自己编写教
材，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动员抗日救
国，开展生产自救，积蓄力量，痛击
日伪军；成立教师抗日救国会，通过
全日班、妇识班、夜校等形式，向儿
童、妇女和青年进行教育，利用黑板
报、宣传栏、土广播等形式宣传党的
方针政策，在动员抗战、震慑日伪、
成人教育等方面成绩尤为显著。如
今，胶东半岛仍然流传着当年群众关
于上冬学、上识字班的歌曲。

在党的领导下，儿童团员们也加
入抗战的队伍，他们站岗放哨、传送
情报、发放传单、表演抗战剧，配合
当地民兵与群众，搬石头、凿孔洞、
挖雷坑，俨然成了一个个抗战“小革
命”。胶东抗日根据地的 《儿童团
歌》生动再现了烽火硝烟时期，儿童
团员们夜间站岗放哨、传送情报、保
家卫国等场景。

血脉相承，薪火相传，在保家卫
国的战争中，从大泽山小学走出来的
师生，有170余人光荣牺牲，被追授
为革命烈士！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历史的
接 力 棒 已 交 至 这 一 代 泽 小 人 的 手
中。学校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遵
循传承、发扬、创新、超越的管理
理念，构建科学、规范的学校管理
体系。传承红色精神，发扬红色传
统，筑牢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为创建优质均衡化学校而
努力，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丰富校园红色文
化，让红色种子播撒
校园

学校党支部严格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打造“红润泽小”特色党建品
牌，编写了《红色传承放光彩》党建
校本教材，将红色读物引进课堂，利
用课堂教学传承红色文化；充分发挥
大泽山丰厚的红色文化优势，开辟了
党建宣传长廊和党建文化广场，内容
涉及建党百年历程回顾、平度党史概
况、大泽山抗战历史、学校党建宣传
等内容，让红色历史、红色传承走入
师生日常，课余时间可以随时观看学
习，成为教育教学的活教材、活课
堂，是党史教育、思政教育、课堂教
学的拓展，丰富了教育内容、形式和
手段，用文化浸润师生、感染师生、
熏陶学生，切实做到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

坚持“走出去”
“请进来”，让红色基
因烙印于心

红色传承“走出去”。在清明
节、抗战胜利纪念日、建党节、国庆
节等重要节日，多次组织学生走出校
园，走入大泽山抗战纪念馆，寻访先
辈的足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家国
情怀教育。

将红色教育活动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组
织党员、教师、学生走进东岳石村、

所里头村、北昌村、韭园等村庄进行
主题实践活动，通过书法展示、戏曲
演唱、小快板、合唱、相声等形式，
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宣讲教
育亮点，倾听群众意见建议，深入群
众，服务百姓，获得一致好评。

红色传承“请进来”。学校将当地
老一辈的革命家邀请入校，为学生进
行革命先烈事迹教育。其中，学校特
邀抗战时期儿童团团长周典英老人等
担任校外辅导员，这些老前辈用亲身
经历向学生们讲述抗战故事和革命过
往，将红色精神烙进学生的记忆，引
导着他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开创
未来！

创新教育形式，
红色教育氛围浓厚

红色传统教育进课堂，列入学校
德育计划，充分利用道德与法治课、
地方与学校课程讲解红色知识，利用
主题班会、队会、校会、国旗下讲话
等专题教育，针对学生特点，系统深
入地宣传党和国家的光荣历史，引导
学生学习红色历史。

充分发挥少先队优势，结合“十

个一”活动，在学生中开展主题征
文、演讲比赛等活动，积极开展“听
一个红色故事”“红色故事我来讲”

“读一本红书”“看一场红色电影”“唱
一首革命歌曲”“做一件好事”等主题
实践活动，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
式，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了解
红色历史，熟知红色人物，感受共产
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

抗战曙光剧团流
传至今，传承演绎革命
精神

烽火硝烟中的“曙光剧团”演绎
至今，仍活跃在泽山这片红色的沃土
上，包括戏曲、合唱、器乐、书法、
美术、舞蹈、情景剧等丰富多彩的形
式和 《共产党员》《红灯记》《沙家
浜》《石雷战》《情深意长》等经典节
目。参加剧团的学生频频登上省市级
艺术教育展演的大舞台，他们是新时
代文明实践的好少年，进社区、走乡
村，向群众宣讲政策、歌颂祖国；在
革命精神的滋养下，他们健康成长、
自信阳光，像映山红一样灿烂开放。

泽山里的小导游，
弘扬家乡红色文化

东有大泽山，西有吐鲁番。作为
革命老区的大泽山，在党和政府部门
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葡萄科学种植和深加工等项目迅速发
展，展现出新时代背景下农村建设的
新风貌。为植根革命乡土文化，助力
家乡发展，学校的每名学生都会讲革
命故事，每人都会唱革命歌曲，每人
都能推介家乡特产，每人都熟知家乡
的风景名胜。他们向身边的朋友伙伴
讲，向来校的领导教师讲，向景区的
叔叔阿姨讲……学生们俨然成了大泽
山里的小导游，他们用稚嫩的脸庞、
坚定的目光，诉说着自己对美丽家乡
的热爱，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行程万里，不忘来路；饮水思
源，不忘初心。步入新时代，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
引下，大泽山小学一定会把红色资源
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
精神传承好，让红色精神在传承中焕
发新的时代光芒。

（王俊寿 陈志英 王斌）

大泽山红色资源丰富，是胶东半岛抗日根据地，大泽山东高
家村是中国石雷之乡、地雷战的发源地。大泽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是山东省国防教育基地。洒满先辈热血的大泽山，犹如一个没有
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馆，见证着胶东半岛烽火连天的红色岁月，
承载着党和群众血沃中华的历史源流。

追随着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伟大足迹，大泽山小学
党支部充分发挥当地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和红色传统文化教
育，进行校史挖掘，建立红色校史博物馆，用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
召，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为国家培养新时代好少年。这就是胶
东抗战第一小学——平度市大泽山镇大泽山小学的新时代风貌。

校外辅导员、抗战时期儿童团团长周典英给学生讲述抗战故事

曙光剧团表演红色京剧唱段


